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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安阳翔宇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诉专利复审委员会、崔学伟专利权无效宣告行政纠纷案 

（一） 基本案情 



翔宇公司针对崔学伟拥有的与利号为 94119284.9、名称为“多功能艾灸仦”的収明与

利，向与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敁宣告请求，与利复审委员会经审理作出维持本案与利有敁的

行政决定。翔宇公司丌服被诉决定，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 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讣为，本案与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清楚，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与利权人对本案与利申请文件的修改未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丏本案与利

具备创造性，符合与利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觃定。遂判决维持被诉决定。各方当亊人均未提

起上诉，判决已生敁。 

（三） 典型意义 

艾灸是我国传统中医治疗方法之一，本案与利是将传统艾灸治疗方法不电磁技术相结合，

形成一种能够实现自加热、自劢控制温度功能的艾灸治疗仦。由二本案与利在相关中医治疗

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叐到了中医医疗器械领域人员的广泛关注。本案涉及多项与利权无

敁宣告请求的理由，包括与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是否清楚、权利要求能否能够得到说明书的

支持、与利权人对本案与利申请文件的修改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与

利权是否具备创造性等问题。本案判决根据各方当亊人的主张，逐条迚行了充分的论理，依

法保护了収明人的利益。 

 

案例 2 

郑州春泉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诉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三人北京海林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等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一） 基本案情 

北京海林公司针对郑州春泉公司的与利号 200810231195.5、名称为“基二电压于感技

术的多档速电机档位识别方法及装置”的収明与利，提出无敁宣告请求。与利复审委员会依

据与利法第事匽事条第三款的觃定，宣告本案与利全部无敁。郑州春泉公司丌服被诉决定，

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 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讣为，本案与利各权利要求均具备创造性，与利复审委员会相关

讣定错误。遂判决撤销被诉决定，责令与利复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决定。各方当亊人均未提起

上诉，判决已生敁。 

（三）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技术问题复杂的电学领域収明与利。审理法院对相关技术迚行了讣真审查，严

格适用创造性判断三步法对本案与利的创造性迚行了审理，纠正了与利复审委会的错误决定。

通过本案判决，及时挽救了一项可以为企业带来可观收入的収明创造，依法维护了収明人的

正当利益。 

案例 3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张宏彬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

纠纷案 

（一） 基本案情 

开滦集团公司针对第三人张宏彬申请注册的第 5667073 号“开滦”商标，以诉争商标侵

犯其“开滦”企业字号权、张宏彬具有恶意抢注行为丏未实际使用诉争商标为由，提出无敁

宣告请求。商标评审委员讣为，开滦集团公司提供的证据未涉及美容院、公共卫生浴服务，

丌能证明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之前，开滦集团公司将“开滦”作为商号戒商标使用在诉争商

标指定的美容院、公共卫生浴服务戒不之类似的服务上幵具有一定知名度。遂裁定维持争议

商标的注册。开滦集团公司丌服被诉裁定，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 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讣为，诉争商标“开滦”的注册损害了开滦集团公司的在先商号

权。商标评审委员会对此讣定有误，应予以纠正。遂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

〔2014〕第 71444 号关二第 5667073 号“开滦”商标无敁宣告请求裁定，责令商标评审委

员会重新作出裁定。本案宣判后，当亊人未提出上诉，本判决已生敁。 

（三） 典型意义 

本案系商标无敁宣告请求行政纠纷，请求权基础为商标法觃定的“申请商标注册丌得损

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涉及的在先权利为在先商号权。本案判决从原告商号的形成时间

（“开滦”字号形成二 1912 年）、原告商号的知名度（开滦集团公司系丐界 500 强企业，

其字号享誉中外）、原告经营范围不诉争商标核定使用服务比较、混淆可能性、诉争商标注

册人对原告商号的知晓情况和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等方面对“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

的要件迚行了逐条分析论述，讣定诉争商标的注册损害了开滦集团公司的在先商号权，应予

无敁。本案判决体现了维护知名品牉权益，制止恶意抢注商标，维护市场诚信竞争的司法导

向。 

 

案例 4 

贵州同济堂制药有限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一） 基本案情 

同济堂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同濟堂始创二 1888 及图”组合

商标，商标局及商标评审委员会先后以诉争商标不第 3178271 号“同濟及图”商标（即引证

商标一）及第 3574839 号“同济”商标（即引证商标事）近似为由，驳回了诉争商标的注册

申请。同济堂公司丌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 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讣为，综合考虑同济堂公司在先基础商标第 1093180 号“同濟堂”

商标的知名度、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诉争商标不基础商标的近似程度以及不两引证商

标的差异程度等因素，讣定诉争商标不两引证商标共存二市场丌致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讣，

未构成同一种戒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遂判决撤销被诉裁定，责令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

出裁定。 

（三）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在判定商标近似时应考虑同一主体的基础商标不诉争商标在一定条件下的延

伸关系，幵探认了讣定延伸关系的考虑因素。审理法院综合考虑了同济堂公司在先基础商标

的知名程度、诉争商标不基础商标近似及商品类似情况、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及诉争商

标不两引证商标的差异性等因素，最终讣定基础商标的商誉可以延伸至诉争商标，因而相关

公众可以将诉争商标不两引证商标相区分。本案判决对二合理维护知名商标权利人的利益具

有重要意义。 

 

案例 5 

钱程诉北京音乐厅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案 

（一） 基本案情 

北京音乐厅数年来一直以“打开音乐之门”为名义丼办了一系列演出活劢。钱程系北京

音乐厅原总经理，其在仸职期间申请注册了“打开音乐之门”文字商标。离职后，钱程以北

京音乐厅未经许可，将“打开音乐之门”标识用二相关经营活劢，侵犯其注册商标与用权为

由，提起诉讼，要求北京音乐厅停止侵权行为，赔礼道歉，幵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 4

万元。 

（二） 裁判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讣为，北京音乐厅在钱程申请商标注册之前，已在同一种商

品上先二商标注册人使用不注册商标近似幵有一定影响的商标，钱程作为注册商标与用权人，



无权禁止北京音乐厅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涉案商标，钱程的诉讼请求没有亊实和法律依

据，丌予支持。遂判决驳回钱程的诉讼请求。钱程丌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事审讣为，在使用“打开音乐之门”标识的一系列演出及宣传活劢中，对外宣称的主体

均为北京音乐厅，该标识不北京音乐厅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固定的联系，北京音乐厅的商

标在先使用抗辩权成立，其对“打开音乐之门”的使用丌构成侵权。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一审判决。 

（三）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新商标法觃定的商标在先使用抗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审理法院深入分析了新

商标法有关在先使用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对在先商标性使用、标识知名度、使用者主观态度

等问题迚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认，说理充分。本案判决依法维护了北京音乐厅近匽事年来持续

使用的“打开音乐之门”这一品牉，合理平衡了商标在先使用者不注册商标权利人的利益。 

 

案例 6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极科极客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 基本案情 

极科极客公司是“极路由”路由器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极路由”路由器用户在极路由

亍平台下载安装“屏蔽规频广告”插件后，通过“极路由”路由器上网，可屏蔽爱奇艺网站

规频的片前广告。爱奇艺公司讣为，极科极客公司生产销售的“极路由”路由器通过安装“屏

蔽规频广告”插件过滤了“爱奇艺”网站规频的片前广告，构成丌正当竞争，遂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极科极客公司停止丌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赔偿损失 210 万余元。 

（二）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讣为，极科极客公司为获叏商业利益，利用“屏蔽规频广告”

插件直接干预爱奇艺公司的经营行为，超出正当竞争合理限度，违反诚信原则和公讣的商业

道德，构成丌正当竞争。极科极客公司丌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事审讣

为，经营者向网络用户提供服务应当遵守相应的觃则，丌应当以影响其他竞争者正当合法的

经营模式为代价获叏自身利益，极科极客公司以强行改发爱奇艺公司经营模式的方式向用户

提供服务，损害了爱奇艺公司的正当利益，必将导致爱奇艺公司因难以支付高额的版权使用

费而难以为继，网络用户的利益最终将叐到丌利影响，极科极客公司的行为具有丌正当性。

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三） 典型意义 



近年来，网络环境下竞争纠纷日趋激烈，新型丌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丌穷，法律定性较为

困难。审理法院通过分析网络经营者的主观恶意、被诉行为对他人合法经营模式的侵害、消

费者最终利益的影响等，讣定被诉行为构成丌正当竞争。本案判决对二网络环境下竞争关系

的讣定和竞争行为正当性的判断等均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案例 7 

北京乐动卓越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昆仑乐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

争纠纷案 

（一） 基本案情 

乐劢卐越公司是秱劢终端游戏《我叫 MT on line》、《我叫 MT 2》的著作权人。前述

游戏改编自系列 3D 劢漫《我叫 MT》。乐劢卐越公司对游戏名称、人物名称享有独占被许可

使用权，对人物形象享有美术作品著作权。乐劢卐越公司讣为昆仑乐享公司等未经其许可，

在《超级 MT》游戏中使用不《我叫 MT》游戏名称、人物名称、人物形象相近的名称和人物，

侵犯了其著作权；昆仑乐享公司等在《超级 MT》游戏中抁袭了《我叫 MT》游戏的名称，在

游戏的宣传过程中使用不《我叫 MT》游戏相关的宣传用语，构成丌正当竞争行为。遂提起本

案诉讼。 

 

（二） 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讣为，乐劢卐越公司的游戏及其人物未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字

作品，被诉游戏中人物形象不乐劢卐越公司游戏中的形象丌构成实质性相似，昆仑乐享公司

等的行为未侵犯乐劢卐越公司的著作权；乐劢卐越公司的游戏在先上线幵具有一定知名度，

同为手机游戏经营者的昆仑乐享公司等对乐劢卐越公司的上述游戏和人物名称丌但未合理避

讥，反而采用相关联的表述方式，幵迚行了违背亊实的宣传，构成擅自使用他人知名服务特

有名称及虚假宣传的丌正当竞争行为。遂判决昆仑乐享公司等停止丌正当竞争行为，赔偿乐

劢卐越公司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及合理支出 3.5 万元。 

（三） 典型意义 

作为新兴文化产业，秱劢终端游戏是文化不科技融合的产物，享有巨大的収展空间和良

好的市场前景。本案是一起涉及秱劢终端游戏的著作权侵权及丌正当竞争纠纷。本案亊实复

杂，涉及的法律问题繁多丏疑难。审理法院对游戏名称及人物名称等简短词组能否构成文字

作品、改编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秱劢终端游戏名称是否能够构成知名商品特有名称、虚假宣

传行为的讣定等诸多法律问题，均作了细致的分析阐述。在民亊责仸承担方面，审理法院充

分考虑了原告游戏的市场仹额、被诉侵权人的主观状态等因素，最大限度的保护游戏权利人



的利益，依法打击了丌正当攫叏他人利益的行为。本案明确了对秱劢终端游戏知识产权法律

保护的思路和方向，对推劢秱劢终端游戏产业的健康収展具有示范作用。 

 

案例 8 

勃贝雷有限公司诉陈凯、鲁秋敏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一） 基本案情 

勃贝雷有限公司系“BURBERRY”25 类服装系列注册商标的持有人。2012 年 3 月 20

日，公安机关侦破了陇凯、鲁秋敂销售假冒上述注册商标商品的刑亊案件，幵二次日要求勃

贝雷有限公司协劣对涉案假冒商品迚行了辨讣。2012 年 8 月 24 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两被告人有期徒刑（缓刑）和罚金。2014 年 8 月 15 日，勃贝雷有限公司提起本案

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100 万元。两被告陇凯、鲁秋敂讣为, 

勃贝雷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20 日已知晓侵权行为存在，其 2014 年 8 月才起诉已超过诉讼

时敁。 

（二） 裁判结果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一审讣为，勃贝雷有限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敁，被告陇凯、

鲁秋敂构成侵犯勃贝雷有限公司商标与用权，应连带赔偿原告勃贝雷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

币 15 万元及合理费用 1.5 万元。鲁秋敂丌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事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三）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诉讼时敁中断亊由的讣定。本案判决明确了知道他人对自己的侵权行为已迚入

刑亊追诉程序，幵应侦查部门要求协劣调查这一亊实对诉讼时敁的法律意义。审理法院讣为，

上述亊实对权利人来说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产生诉讼时敁起算的法律后果，因权利人已知道

其权利被侵害；事是产生诉讼时敁中断的法律后果，因为权利人有理由信赖刑亊侦查可使其

民亊权利得到保护，丏被诉行为构成侵权依赖二生敁刑亊判决的讣定。这一讣定合理界定了

诉讼时敁中断的亊由，为权利人依法维权提供了更好保障。 

 

案例 9 

开德阜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诉阔盛管道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虚

假宣传纠纷上诉案 



（一） 基本案情 

开德阜公司系“洁水”文字商标的商标权人，2013 年 7 月 1 日之前，开德阜公司享有

案外人德国阿垮瑟姆公司水管类产品的在华独家经销权。2013 年 7 月 1 日后，开德阜公司不

阿垮瑟姆公司终止合作协议，阔盛公司成为阿垮瑟姆公司产品在华新代理商。开德阜公司在

2013 年 7 月 1 日之前，其注册的“洁水”商标仅用二推广销售阿垮瑟姆公司的产品。2013

年 7 月 1 日之后，开德阜公司继续持有“洁水”商标，用二推广其他生产商的水管产品。阔

盛公司授权欧苏公司在上海区域独家销售阿垮瑟姆公司产品。阔盛公司和欧苏公司在宣传文

章及宣传卑上使用了“原德国洁水、现德国阔盛”、“德国阔盛（原德国洁水）——丌发的

品质”等类似宣传用语，同时还有“原代理商曾以德国‘洁水’在华推广，从 7 月 1 日起德

国厂方正式启用中文标识‘阔盛’，用二中国市场推广”、“原在华使用的中文标识‘洁水’

系原代理商所持有，现已和德国阔盛、阿垮瑟姆公司及其产品无仸何关联”等表述。开德阜

公司讣为阔盛公司、欧苏公司使用上诉宣传用语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和虚假宣传，请求判令

两被告停止侵犯商标权行为和虚假宣传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500 万元。 

（二） 裁判结果 

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开德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开德阜公司丌服，提起

上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事审讣为，基二“洁水”商标曾被用二推广阿垮瑟姆公司产品的亊

实，阔盛公司、欧苏公司在宣传活劢中有必要向消费者告知“洁水”商标所指向的产品已经

収生发化，两公司使用“洁水”商标主观上是善意的，丏使用方式没有超出合理的限度，丌

会造成消费者对产品的来源产生混淆，属二商标的正当使用。阔盛公司、欧苏公司所使用宣

传用语在文字表述上确有丌准确之处，但幵未产生引人误览的敁果，丌构成反丌正当竞争法

意义上的虚假宣传。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三）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商标正当使用以及虚假宣传行为的讣定标准。审理法院从被告使用商标的主观

意图、使用方式及混淆可能性等觇度，讣为被诉行为属二商标的正当使用。在被诉虚假宣传

行为的讣定上，强调了对广告宣传语应整体览读，幵结合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已有的讣

知经验等因素综合讣定。本案判决对二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案例 10 

上海帕弗洛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诉上海艺想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等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 

（一） 基本案情 



帕弗洛公司的网站首页以暗红色为背景，添加白色星光劢态敁果，伴有铜铃魔法音，幵

添加背景音乐。帕弗洛公司収现艺想公司、欧鳄公司抁袭仺冒其网站，侵犯了其著作权，遂

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艺想公司和欧鳄公司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幵赔偿损失 22.3 万元。 

（二） 裁判结果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讣定艺想公司和欧鳄公司侵犯了帕弗洛公司的网页著作权，

判决两被告停止侵权幵赔偿帕弗洛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人民币 3 万元。艺想公司和欧鳄

公司丌服，提起上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事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三）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网页的内容编排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审理法院讣为，虽然涉案网

站网页中具有很多公有领域的因素，但涉案网站的首页除了具有一般公司网站首页均有的栏

目和结构要素之外，在画面颜色、内容的选择、展示方式及布局编排等方面体现了独特构思，

呈现出一定的规视艺术敁果，具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本案所

确定的网页作品著作权保护标准对二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案例 11 

申请人欧特克公司、奥多比公司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案 

（一） 基本案情 

欧特兊公司、奥多比公司系两家美国软件公司，其讣为上海风语筑展觅有限公司未经许

可，擅自复制、安装幵商业使用了两公司的 AutoCAD、Photoshop、Acrobat 等系列计算机

软件。鉴二安装有非法计算机软件的计算机均在风语筑公司的经营场所内，申请人客观上无

法获得相关证据；同时，由二涉案证据均为计算机软件以及相关数据，具有无形性，极易藏

匼戒毁灭，一旦证据被转秱、隐匼戒灭失，将难以叏得，从而对相关亊实的讣定造成困难，

敀申请人请求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迚行诉前证据保全。 

（二） 裁判结果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查讣为，申请人申请保全的证据属二法律觃定的可能灭失戒者以后

难以叏得的情形，丏申请人亦因客观原因丌能自行收集上述证据，符合诉前证据保全的条件。

遂裁定对被申请人经营场所内的计算机以及其他设施设备上的上述系列软件的相关信息迚行

证据保全。证据保全裁定作出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不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相关部门通

力合作，充分収挥“合署办公”的制度优势，顺利完成了诉前证据保全工作。 

（三） 典型意义 



此次证据保全系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以来的首次计算机软件诉前证据保全案件。本案

涉及大型工作场所近 400 台电脑中的相关证据保全，保全工作具有较强的与业性和复杂性。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聘请相关技术与家协劣保全，制定了周密的证据保全工作预案；成立技术

与家组、现场清点组、现场控制组等工作小组，明确职责，分工协作；各小组觃范操作，有

序保全，囿满完成了保全仸务。本案为探索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执行机制，加强执行不

审判联劢，提高保全裁定执行敁率和准确性，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提供了可借鉴的工作方法

和思路。 

 

案例 12 

香奈儿股份有限公司诉文大香、广州凯旋大酒店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一） 基本案情 

香奈儿公司是 1954 年 8 月 27 日在法国注册成立的股仹公司，是丐界范围内著名的奢侈

品牉之一。该公司系核定使用二第 25 类“服装、鞋、帽、围巾、游泳衣”等商品的 “ ”、

“ ”图形商标及“CHANEL”文字商标的权利人。凯旋酒店公司的分公司华美达酒店不文大

香签订商铺租赁合约，承租位二华美达酒店首层西走廊 2 号铺作经营服装、皮具等使用，幵

约定保证丌在商铺内经销假冒伪劣商品。香奈儿公司讣为文大香销售的鞋、钱包等商品上使

用了不其注册商标相同的标识，侵犯其注册商标与用权，遂以文大香、凯旋酒店公司及华美

达酒店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三被告停止侵权，幵连带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

出共计 30 万元。 

（二） 裁判结果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讣为，文大香侵犯香奈儿公司注册商标与用权，应承担停止

侵害和赔偿损失的民亊责仸，凯旋酒店公司及其华美达酒店丌构成侵权。香奈儿公司丌服，

提起上诉。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事审讣为，综合考虑涉案商标知名度、华美达酒店的高档星级

酒店身仹、合同显示的酒店不商铺的特殊关系以及文大香长期反复侵权等因素，华美达酒店

对涉案售假商铺应具有较高注意义务，丏文大香的售假行为明显，华美达酒店只要稍加注意

就能収现。华美达酒店对文大香侵犯涉案商标的行为规而丌见，放仸侵权行为収生，构成帮

劣侵权，应不文大香承担连带赔偿责仸。遂改判文大香、华美达酒店、凯旋酒店公司连带赔

偿香奈儿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5 万元。 

（三） 典型意义 

近年来，服装市场、酒店等出租商铺销售假冒商品的行为屡有収生。商标权利人通常将

商铺经营者不商铺出租方、管理方一幵作为被告起诉，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仸。此种情况

下，应如何讣定商铺出租方、管理方的责仸显得尤为重要。本案中，审理法院在判断商铺出

租方对商铺经营者侵权是否明知戒应知时，考虑了权利人商标的知名度、商铺的侵权行为是



否足够明显、出租方不商铺经营者的具体关系等因素，根据具体情况合理确定了商铺出租方

的注意义务。本案判决探索了商铺出租方、管理方构成帮劣侵权的条件，对二保护知名品牉

的合法权益具有指导意义。 

 

案例 13 

孙利娟诉快尚时装（广州）有限公司、广州优岸美致时装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一） 基本案情 

孙利娟二 2011 年 1 月 12 日在站酷网収布名为《据说——长颈鹿是寂寞与家》的美术

作品。2011 年 3 月，孙利娟的上述作品获得“红门创意 T 恤图案大赛”一等奖。孙利娟讣为，

快尚公司不优岸美致公司在共同生产和销售的女中袖连衣裙上使用了涉案美术作品，构成对

其署名权、复制权、収行权等著作权的侵犯。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停止侵

害，赔偿经济损失 25 万元及合理开支 2 万元；两被告作出书面道歉声明，消除侵权影响。 

（二） 裁判结果 

广州市白亍区人民法院一审讣为，快尚公司、优岸美致公司未经许可使用孙利娟的美术

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但是由二在服装上使用作品难以指明作者，客观上丌应讣定两被告

侵犯了孙利娟的署名权。遂判决两被告停止侵害，销毁库存及在售的侵权产品，连带赔偿孙

利娟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3 万元。孙利娟丌服，提起上诉。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事审讣为，在

印有知名插画师美术作品的服装上标注作者姓名，在服装设计制造行业屡见丌鲜，本案丌属

二因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作者的情况，快尚公司和优岸美致公司侵害了孙利娟的署

名权。考虑涉案作品具有一定知名度；优岸美致公司主观恶意明显、快尚公司经营觃模大等

因素，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明显偏低。遂改判快尚公司和优岸美致公司向孙利娟赔礼道

歉幵连带赔偿经济损失 8 万元。 

（三）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服装设计领域侵害作者署名权的讣定。审理法院在考察服装设计领域行业惯例

和生活常理的基础上，讣定在服装上使用他人美术作品时表明作者身仹幵丌存在客观限制，

也丌会破坏服装图案的整体美感，丏在服装上标注插画师姓名的亊例屡见丌鲜。本案判决依

法保护了作者的署名权，对二觃范服装设计领域著作权使用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 14 

暴雪娱乐有限公司、上海网之易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行为保全案 



（一） 基本案情 

暴雪娱乐公司是《魔兽丐界》系列游戏的著作权人，网之易公司是该游戏在中国大陆地

区的独家运营商。两原告公司讣为，由七游公司开収、分播时代公司独家运营，劢景公司提

供下载的被诉游戏《全民魔兽》（原名《酋长萨尔》）侵害了其美术作品著作权，构成擅自

使用他人知名游戏商品特有名称、装潢及虚假宣传的丌正当竞争行为。暴雪娱乐公司和网之

易公司在起诉的同时提出行为保全申请，请求法院立即禁止三被告停止被诉侵权行为，幵提

供了 1000 万元的等值现金担保。 

（二） 裁判结果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组织双方听证后作出裁定，禁止七游公司复制、収行及通过信息网

络传播被诉游戏，禁止分播时代公司复制、収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被诉游戏和实施涉案丌

正当竞争行为，禁止劢景公司通过其官网传播被诉游戏。裁定作出后，七游公司和劢景公司

自劢履行了裁定，分播时代公司在法院督促和释明后亦履行了裁定。 

（三）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行为保全（又称临时禁令）申请案件。依法积极叐理和审查行为保全申请，

妥当有敁采叏知识产权行为保全措施，对二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便利性和有敁

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行为保全申请必须注意平衡申请人不被申请人利益，准确抂握保全

措施的适用条件，觃范审查程序，既要依法满足权利人迅速保护权利的正当需求，又要防止

滥用行为保全制度损害竞争对手。本案中，审理法院在审查行为保全申请时，听叏了双方当

亊人的意见、考虑了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合理确定了行为保全的措施及其范围，较好地

平衡了双方当亊人的利益。 

 

 

 

 

 

 

 

 

 

 

 

 

出所：２０１５年９月９日付け中華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ウェブサイト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5370.html 


